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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特约记者 赵 向 阳）4 月
10 日，全国铁路实施新
的列车运行图， 宁西线
两对列车将恢复停靠南
阳站。 旅客们要留意车
站公告或者 12306 网站
信息， 以便第一时间掌
握列车变动信息， 合理
安排行程。

清明小长假期间，南
阳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
10.9 万人次。 其中，4 月 5
日为客流高峰日， 全段发
送旅客 3.1 万人次， 南阳
站发送旅客 1.7 万人次。

针对清明假期中短途
客流较多、售票波动大的
情况，该段动态监控票额
预售、 余票状态等信息，

实行弹性售票制，及时增
开热门车次、 互联网取
票、 短途列车等售票专
口，有针对性地提升售票
效率； 在各客运站售票
厅、站前广场等处所安排
值班干部、 党员服务队、
售票导购员，做好会员办
理、购票咨询、出行规划
等服务，引导旅客使用自

助售取票，进一步缓解人
工窗口压力，减少旅客排
队等待时间。

铁 路 部 门 提 醒 ， 清
明小长假结束后， 郑州
方向增开的临时客车将
全部停运， 邓州至洛阳
的 4732 次、南阳至洛阳
的 4706 次 将 相 继 恢 复
正常运行。 ⑤ 2

宁西线两对列车

4 月 10 日起 恢复停靠南阳站

方城县举办花海牡丹节和万亩花海旅游节

扮靓生态游 催开项目花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

特约记者 陈新刚）4 月 4
日， 方城县德云山风情植
物园，2019 中国·方城第
三届牡丹花节和万亩花海
旅游节启动仪式举行，拉
开该县春季以赏花旅游为
主的乡村旅游大幕。

该县第三届牡丹花
节暨万亩花海旅游节由
方城县委、方城县人民政
府主办，方城县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方城县农业农
村局、 方城县林业局、二
郎庙镇人民政府和方城

德云山风情植物园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承办，以

“游大美方城、 赏万亩花
海、品德云风情、享生态
旅游”为主题，旨在以花
为媒，宣传推介方城旅游
品牌 ， 促进对外合作交
流， 推进旅游业与一产、
二产深度融合，助力乡村
振兴，加快方城“县域景
区化、景区全域化”发展
步伐。

方城德云山风情植物
园坐落于国家级特色景观
旅游名镇二郎庙镇庄科

村，西临望花湖，东眺大乘
山，北依德云山，分为种植
观赏区、德云风电观光区、
水域风情娱乐区、 道地中
药材种植区等 8 个功能
区。 园区规划面积 14500
亩， 其中， 山地绿化面积
9000 亩， 平地种植面积
5500 亩。 目前，园区已投
资 2.8 亿元， 种植名贵花
卉、 观赏林木 5500 亩，其
中， 牡丹、 芍药 100 万余
株，桂花、樱花等名贵树木
130 余种。

节会期间，方城县举

办 2019 中国·方城第三
届牡丹花节暨万亩花海
旅游节招商项目发布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客
商共聚方城， 参观考察，
对接洽谈。 金刚石工具生
产线项目、六面顶压机制
造项目、薯品汇电商物流
园项目、智能手机主板制
造生产项目、乌云山旅游
综合体建设项目、东佳牧
业全自动化生猪屠宰建
设项目等 10 个项目成功
签约， 项目总投资 28.96
亿元。 ⑤2

市儿童医学中心开展义诊会诊活动

明天 省儿科名医来给娃看病
本周，春姑娘“变脸”

气温下降 10℃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本周，冷空气又

“蠢蠢欲动”了，春姑娘的“变脸戏法”即将上
演，气温较前期将下降 10℃左右。

气象部门预计，受较强冷空气影响，4 月
8 日至 9 日，我市有小雨，局部中雨，偏北风
4 至 5 级，局地阵风 6 至 7 级；4 月 9 日至 11
日，凌晨最低气温低至 3℃至 5℃，较前期下
降 10℃左右，大部分地区将达到轻度倒春寒
标准。

气象部门提醒， 目前， 我市大部分地区
冬小麦已进入拔节孕穗期，苹果、梨等果树
处于开花期， 对大风和低温抵抗力较差，相
关部门要加强麦田管理，并做好林果业防风
防冻；近期大风天气较多，需加强森林防火
工作；市县气象部门将抓住有利时机，及时
开展人工增雨联合作业。 ⑤2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
4 月 9 日， 市儿童医学中
心将邀请省儿童医院儿
童保健、 康复、 呼吸、骨
科、感染性疾病等方面的
专家到该院，针对儿童相
关疾病进行义诊会诊。

本次活动，市儿童医学
中心邀请省儿童医院儿童
保健科主任医师朱晓华、康
复中心三病区主任医师李
靖婕、感染性疾病科主任王

芳和副主任医师甄兴刚等
儿科名医，为南阳儿童提供
优质医疗服务。

当天，义诊会诊的疾
病包括脑性瘫痪 、 脑神
经损伤、脑炎后遗症、孤
独症、 多动症 、 抽动障
碍、发育迟缓、急慢性运
动障碍 、 语言及智力障
碍、 小儿哮喘 、 慢性咳
嗽、难治性肺炎、先天性
髋关节脱位 、 足内翻外

翻、多指畸形、流感重症
肺炎、 感染性心肌炎、手
足口病等。 有需求的患儿
家长请提前预约，就诊时
请携带相关检查报告或
提前到医院做检查，以提
高就诊效率。

市儿童医学中心位于
中心城区仲景路与光武路
交叉口， 是在市第二人民
医院儿科系统基础上，整
合各项优势资源设立的市

级专业医疗机构。 为服务
好我市及周边区域广大儿
童， 该医院加入了河南省
儿科联盟， 并牵头成立南
阳市儿童医学中心儿科联
盟， 通过与上级医院及兄
弟单位进行学术交流、对
口帮扶、技术协作、联合会
诊等， 使该医院及南阳儿
科医疗在学科建设、 人才
培养、 业务能力等方面取
得长足进步。 ⑤2

4 月 7 日，白河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处与
南阳理工学院联合举办

“咏诗词经典、赏醉美樱
花”大型公益活动。 图为
活动现场⑤2

本报记者 高超 吴
玉影 摄

赏樱花
诵经典

全民健身大会羽毛球赛

邀你快乐健身
本报讯 （记者 杨东梅）4 月 12 日至 16

日，“中国人寿杯”2019 年全民健身大会羽毛
球比赛将在市体育中心举行。

“今年的活动与往年相比， 有两大亮
点。 ”市羽毛球运动协会名誉主席何东虎说，
今年的比赛，参与面非常广，几乎囊括了全
市所有羽毛球爱好者群体， 不论是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还是各羽毛球
运动协会以及个人爱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
己的组别参赛。 此外，比赛形式新颖，既有团
体赛，又有单项赛，既有单位参与，又有家庭
参与，既有竞技性，又有趣味性和观赏性。 特
别是“欢乐一家亲”比赛项目，直系亲属均可
组团参与，融竞技比赛和游戏于一体，有利
于促进我市羽毛球运动的普及与推广。 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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